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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监管办法》出台，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 

 
背景 

2019年8月6日，国务院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

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新片区将建立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和制度。 

2019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监管办法》（“公告”），以贯彻落实《方案》要求，

高标准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贸易自由化，充分发挥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作为对标国际公认、竞争力最强自由贸易园区的重要载

体作用。 

主要内容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临港新片区内，具有物流、

加工、制造、贸易等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一般的综合保税区相比，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货物、物品及区内企业的主要监管措施特点如下：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

第 170 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对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监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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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范围 综合保税区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与境外之

间进出货

物 

综合保税区与境

外之间进出的货

物应当按照规

定向海关办理

相关手续 

依法需要检疫的进出境货物原则上在口岸监管

区内监管作业场所（场地）实施检疫，经海关

批准，可在洋山特殊综保区内实施检疫； 

对属于法定检验的大宗资源性商品、可用作原

料的固体废物等的进境检验，需在口岸监管区

内作业场所（场地）实施； 

对法律、法规等有明确规定的，涉及我国缔结

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的，和涉及安全准

入管理的进出境货物，除必须在进出境环节验

核相关监管证件外，其他的在进出区环节验

核； 

属于上述规定范围的，企业应向海关办理申

报手续；不属于的，海关径予放行。 

与区外之

间进出货

物 

区内企业和区

外收发货人分

别按照规定向海

关办理相关手

续； 

海关对于综合保

税区与其他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或

者保税监管场所

之间往来的货

物，实行保税监

管。 

货物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进入境内区外的，

由进口企业向海关办理进口申报手续。货物从

境内区外进入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由出口

企业向海关办理出口申报手续； 

除另有规定外，对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

税监管场所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之间进出的

货物，由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

场所内企业申报进出境备案清单 

区内企业 

区内企业单独

设立海关电子

账册 

海关不要求区内企业单独设立海关账册，但

区内企业所设置、编制的会计帐簿、会计凭

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应当真实、准

确、完整地记录和反映有关业务情况，能够通

过计算机正确、完整地记帐、核算的，对其计

算机储存和输出的会计记录视同会计资料 

 



 
© 2019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此外，公告还明确了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应建立企业信用、重大事件、年

报披露等信息主动公示制度的要求。 

 

毕马威观察 

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一种新的类型，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在贸易自由化、

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监管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积极探索。 

一、实现高标准贸易自由化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在全面实施综合保税区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取消了不

必要的贸易监管、许可和程序要求，实施了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

策和制度。例如一线进出境环节进一步放开；二线进出区环节比照进出口监

管；取消区内企业单独设立海关账册的要求等等，更加凸显其“境内关外”

的概念，对标国际自由贸易港建设，积极推进新型业务和新型模式的发展。 

二、发力国际中转业务 

首先，一线进出境监管放松，可以极大程度推动国际中转业务的开展。海外

运输至口岸的货物无需报关报检，简化了企业手续，最大程度提高了口岸效

率，节省了物流时间和成本，强化港口的国际枢纽作用。 

同时，放开中转集拼业务的货物种类。目前，海关规定对于检疫风险高的

进口肉类、水产品等食品，不允许开展中转集拼业务。而在洋山特殊综合

保税区内，除国家禁止进出境货物外，其他货物均可进行中转集拼。这对

于完善口岸集装箱吞吐结构，吸引国际采购、分拨等高附加值物流增值服务，

提升港口在全球物流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地位，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实施风险管理措施 

在监管制度方面，围绕着安全监管为主的理念，引入了风险管理措施。对相

关进出境货物及物品、进出口货物及物品和国际中转货物，和涉及国家进出

境限制性管理、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安全、食品安全、商品质量安全、

知识产权等的安全准入，根据风险情况，实施必要的监管和查验，进一步促

进便利化监管，有效提高了口岸监管服务效率，增强口岸贸易活力，为临港

片区创新业务和举措的有效落实提供了政策支持。 

毕马威长期专注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咨询服务，为多个综合保税区、保税

港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包括制度创新、产业发展规划、投融资战略、企

业全流程业务咨询、营商环境优化、建设成效评估等咨询服务。毕马威期待

发挥在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领域的丰富经验，从第三方视角提供解决方案与

可行性建议，与各地携手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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